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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10万奖金
河南队获全国第4名

11 月 16 日，上海，
第三届交通银行沃德杯
广场舞总决赛圆满举
行。当天，数百万观众通
过交银直播平台观看了
比赛。来自山西赛区的
豪门卧龙天著舞队摘得
桂冠，赢得100万元总冠
军奖金。

代表河南赛区参赛
的河南明泰铝业盛世舞
团以其卓越的表现赢得
了评委和场内外观众的
认可，荣获全国第4名，
并摘得最佳人气奖，赢取
10万元奖金。

3年来，交行一直倡
导“蓄健康，享快乐”的理
念。在广场舞大赛举办
过程中，交行充分利用线
下优势，将遍布全国的
3700多个网点作为服务
支撑点，走进社区、走上
街头，为广大客户参与广
场舞大赛提供现场服
务。３年来，共有超过
200万人参与到沃德杯
广场舞大赛的欢乐“嘉年
华”。

交通银行“沃德杯”
广场舞之所以能够连续
举办 3 届，吸引数百万
人，得益于该行近年来不
断践行“金融科技、为民
服务”的理念，经营思路
彻底转换为以“客户”为
核心去服务客户，以客户

“我的”视角去理解客户，
以“更方便”为标准去服
务客户。这不仅在本届
广场舞大赛中得到了充
分表现，更贯穿在交行的
各项服务中，如新一代的
手机银行、全新的网点服
务、智能化的远程客服、
遍布身边的优惠商户等
业务，无不践行了时时刻
刻为客户行方便、带实
惠、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

豪撒3亿贴金券
交行启动“开门红”

广场舞的欢乐嘉年
华落幕，新一轮的财富
嘉年华即将大幕开启。

在本届广场舞总决
赛上，交行宣布，今年的
开门红活动将于 11月
18日在手机银行欢乐开
启。

相较于往年，今年
的财富嘉年华狂欢，力
度更大，礼品更有吸引
力。活动期间，交行手
机银行将豪气撒出3亿
贴金券，做任务还可以
拿到12克黄金，每周五
还可兑换价值688元的
黄金手串，听着是不是
很过瘾？

2019年11月18日
至2020年3月31日，如
果您持有交行借记卡账
户（含Ⅰ类、Ⅱ类、Ⅲ类、
安心付）及信用卡账户，
并使用账户绑定并开通
手机银行，就可以参与
活动领福利。

活动期间，3亿贴金
券将分3轮撒出，在每轮
红包派发时间段内登录
手机银行活动页面，都
能领取1个红包。红包
内含面额15～400元不
等的各类贴金券或特选
产品购买权益等。

活动期间，在活动
页面完成指定任务即可
获得金条碎片或抽奖机
会，抽奖中奖率100%，
奖励为金条碎片或面额
不等的零钱。累积金条
碎片和零钱可每周五在
指定时间段兑换奖品，
奖品包括12克金条（集
齐必得）、0.9克黄金手
串（5700 条）以及面额
不等的支付券、商户优
惠券等。活动详情可咨
询交行客服热线及各网
点。

交行沃德杯广场舞
总决赛结束
“开门红”活动财富“嘉年华”欢乐开启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杨志斌

11月16日，历时半年多，吸引了全国17万人参
与的第三届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总决赛在上海
圆满落幕。

虽然广场舞大赛暂告一段落，但交行的精彩活
动并没结束，新一轮的财富“嘉年华”欢乐开启。本
周起，3亿贴金券、价值688元的黄金手串等正在交
行手机银行上等着您！

河南国资再出手，拟实控A股
首家主营通信塔的上市公司。

11月18日晚间，北京数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其控股
股东上海诺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诺牧）、实控人张志
勇和张敏拟将所持公司股份2.34
亿股转让至河南信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产投)和河南信
息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信产基金)或其指定机构，转让
股份占数知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20%。

若本次交易完成，信产投和信
产基金作为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
有数知科技股份2.34亿股，占数知
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20%，而上海
诺牧、张志勇和张敏持有数知科技
股份比例将变为20.15%。数知科
技的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控股股
东将变更为信产投，最终实控人将
变更为河南投资集团。

目前，双方已签署《股份转让
意向协议》，相关交易方案及相关
正式协议的签署生效尚需交易各
方协商确认、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等相
关审批程序通过。

资料显示，数知科技是A股市
场上第一家主营通信塔的上市公
司，致力于提供通信塔产品整体解
决方案，是我国最早研发并推广三
管通信塔产品的企业。今年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1.94亿元，同
比减少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5.02亿元，同比减少
9.53%。截至三季度末，其总资产
达143.59亿元。

信产投则是由河南投资集团
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作为河南
省信息产业投资和运营主体，主要
承接省内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重点
项目，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生态建设。信产基金是信产投
的控股子公司。

公告称，若本次交易完成后，
数知科技实控人成为河南投资集
团，有利于增强公司信用，提高公
司和项目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
本，进一步助力公司业务开展；同
时，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东结构，有
效降低现实控人的负债率，提升公
司抗风险能力，全面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力。

与此同时，信产投的主体业务
可与数知科技现有业务实现协调
互助，实现数知科技在5G基础设
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全面
战略布局。

今年4月份，数知科技在回答
投资者提问时曾透露，公司的通信
塔生产制造、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运
营、智慧灯杆、网络运维服务等业
务均已被纳入5G的生产运营规划
之中。

河南投资集团拟受让数知科技20%股份，或成其实控人

河南国资拟再实控一A股公司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厅：将
是哪些具体功能以及特色会首先
突出体现在区域金融中心？

赵永超：可能在几个新的方面
实现一些新的功能定位。第一，比
如在开放方面，会依据新的开放形
势和开放定位，形成一批新的开放
型金融产业和机构，比如跨境金融
等；第二，是金融科技，我们判断科
技与各个产业的结合会加速各个
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通过数
字建立产业与金融的直接对接，会
推动传统金融业向数字金融发展，
如区块链金融甚至物联网金融；第
三，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协同，随着
相关产业分布调整和地方消费升
级，会产生一些新的金融需求。如
何抓住这些需求并形成自己的金
融特点，也是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
一个重要思考方面。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厅：你
们的研究指出，我国将初步形成特
色鲜明层次丰富的金融城市梯
队。请您再具体解释下“金融城市
梯队”。这样的梯队眼下方初步形
成，比较国际经验，是晚还是早？

赵永超：我们认为建设金融城
市梯队是需要一定的内外部条件
的，目前来看也正是加快形成金融
梯队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我们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金融城市
梯队的概念。

第一是从国际的角度。我国
的主要城市群将大幅度地融入全
球的金融产业链分工，这是与我国
的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和大国地位
相匹配和相适应的。所以金融城
市梯队的首要概念，是城市群的金
融国际化竞争下，区域内围绕核心
城市的区域性金融集群形成的金
融城市梯队。

第二是区域协同一体化的角
度。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目
前的阶段，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动
力，是通过加快打造内部协同一体
化来推动经济结构新一轮的良性

增长。这势必意味着之前核心城
市向周边城市进行资源扩散，这就
为未来金融梯队形成一个很好的
基础条件。

第三是金融业本身的进一步
细化。其中一个主要动力是服务
对象的分工细化。比如最近我们
可以看到互联网经济，或者未来的
5G经济的发展，新的产业业态需
要新的金融服务业态与之匹配，这
会进一步细化金融服务的分工，为
形成一个区域金融城市梯队创造
基本动力。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厅：你
们明确表示，“十四五”时期有望产
生一批新的金融明星城市。请问
它们将具备哪些特点？作为新一
线城市包括郑州等该怎样抓住这
样的时机？

赵永超：相对的，新一轮区域
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呈现出更加国
际化、更加协同化、更加专业化的
特征。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
心城市，应抓住河南自贸区建设的
机遇。首先要提高自身金融站位，
从国际金融城市分工的角度来明
确回答郑州的定位，特别是对于某
些行业以及产品特殊性的角度，提

高相关金融要素的国际化配置水
平；其次要谋划中原地区金融对于
引导沿海金融向内地金融辐射发
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定位；最后
要形成郑州自身专业金融的一个
高地，并在政策、载体、机构、服务
等方面形成一个集中突破，高度显
示的发展态势。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厅：在
新的金融明星城市中，产业的发展
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赵永超：这一点我们华略智库
金融研究院还在深入进行研究和调
查。就目前我们研究的成果看，新
的监管环境、新的金融机构、新的金
融产品、新的金融载体是一个基本
的变化。比如金融机构的一个变
化，从最近主要的金融机构招聘的
人员结构来看，IT人员和科技人员
成为最重要的招聘对象，高盛更称
自己是个技术公司。未来金融科技
是否会产生技术外溢？我们还在研
究观察。再比如金融新型的载体，
我们之前的金融载体主要是指甲级
写字楼这种高层建筑为主的金融产
业集聚形态，那么未来是否往更生
态更加复合的产业形态载体方向发
展？这个还要再观察。

一批新的金融明星城市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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